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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

生活多为日常琐碎，小说却是要讲故事的。
楚鱼君的长篇小说《荣辱》，写机关人物的生活
常态，读来却兴味盎然。 小说主人公叶知秋，不
甘庸常平淡，时刻自省自律，拒绝随波逐流，耻
于蝇营狗苟。 我们常见血气方刚的青年，满怀抱
负，踌躇满志，往社会上走一遭，便在冷酷的现
实面前败下阵来。 信奉人生如戏者，终究被生活
戏弄；只把人生当舞台者，粉墨登场却免不了凄
然谢幕。 叶知秋不作勇士状，他听从内心深处正
义与良知的召唤，面对荣辱得失的取舍与抉择，
灵魂经历了拷问与洗礼， 实现了自我救赎和精
神回归。

虽说日常生活波澜不惊，但《荣辱》所涉及
场域却是静水底下暗流潜涌。 叶知秋的人生轨
迹是诸多现实中人的真实写照， 他由基层往大
机关步步向上，自己敬业刻苦，得人知遇恩惠；
有命运的眷顾，也有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回馈。
人缘越来越广，天地越来越宽，仕途越来越通。
但是， 他所见的人生与社会镜像越来越光怪陆
离。 笑容可掬礼贤下士的上司，一夜之间就因贪
污腐败锒铛入狱； 眼看着就要飞黄腾达八面威
风的官员， 顷刻之间就成了阶下囚； 各种或堂
皇、或体面的场合，言笑晏晏间，觥筹交错间，哼
哼哈哈间，说不定早有十面埋伏；一个正儿八经
的会议，也许就布下了一个计谋；一个滴水不漏
的电话，可能就完成了一场幕后交易；一个看似
言不及义的餐叙，其中玄机人人都心领神会。 叶
知秋见到的是一个一个的局。 他有时是局中人，
有时是局外人， 有时是破局人。 他有升迁的得
意，有挫败的迷惘，有陷入权力漩涡的挣扎，有
游走在情感边缘的痛苦。 他敢于同贪腐官员斗
智斗勇，捍卫法律和正义的尊严；他竭力维护群
众利益不受损害，坚守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

或许，叶知秋不是常人眼里的功成名就者，
但他是聊可自足心安理得的人生赢家。 人活在
世上，并不是一本糊涂账，最终都是要清算的。
荣辱、得失、成败、赢输，定局并不在最后的刹
那。大风漫天，萍末豫焉。这是普适的生活逻辑，
却常被人说成神秘的宿命。

《荣辱》描绘了一幅当代中国风俗画，各种
人物的塑造都栩栩如生。 小说里的人物不管着
墨多少，都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当然得益于
楚鱼君的笔力， 但更得益于他对生活深切而独
到的洞察。 楚鱼君并不刻意遵循某些文学黄金
定律，他的写作是照着现实的本来面目，依着自
己对生活的理解， 秉着内心明亮温暖的那团火
光。 络绎奔会于笔底者，皆为元气丰沛的真实生
活，有叹惋和忧伤，更有光明和希望。

读这部小说， 我眼前时刻浮现出作家楚鱼
的模样，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他是格局开阔襟
怀宽广的读书人， 读他的文字能想见其心底的
沟壑和大千。

（《荣辱》 楚鱼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廖可斌

此前已有机会拜读蔡建和兄若干
诗作，深感亲切有味。 原以为他只是公
务之余，一时兴发，偶尔为之。但这本诗
集《星夜遥寄》就选录了150余首，没有
选入的应该还有不少，才知他是有意为
之，用心为之。

读罢这些作品， 我认为它们的价
值，在于反映了一个特定群体在特定时
代的精神世界，特定群体即所谓七七级
大学生，这个时代就是改革开放的四十
余年。作为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录取的
首届大学生，七七级大学生（七八级和
七九级的部分同学也一样）具有如下两
个突出特点：一是大部分来自于农村和
小城镇，对那个时代极端贫困的生活有
刻骨铭心的记忆，深知父母含辛茹苦养
育自己之不易，同时，也曾拥有一段无
忧无虑的青少年时光，与贫瘠但基本保
持原生态的青山绿水有过亲密接触。二
是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关心国家以至天
下。

《星夜遥寄》中的诗作，正好主要包
含了两大主题：“乡土眷恋”与“家国情
怀”。 作者对家乡的亲人、 田园无比思
念，对一切农村风光、山川草木充满柔
情。颇有意思的是，作者只有走进农村、
走进自然时，才会诗兴盎然。如《春访农
家》：“三月江南罕放晴， 新阳一出起轻
尘。菜花粉彩弥田垄，杨柳柔荑秀水滨。
少小牵鸢追乳燕，翁婆洒种赶头春。 惊
禽不识外来客，一路扑腾报主人。”作者
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又如《回乡感
怀》：“小河水浅鸭凫闲， 豌豆菜花蓬路
边。草犬吠声追远客，稚童愣眼怯生颜。
当年杨柳犹相似，今日乡邻已陌然。 祭
祖归途逢故友，叹嘘巨变祝平安。”作者
的这种感受，会引起无数有同样经历的
人的强烈共鸣。 当然，在这一部分中最
感人的篇章，还是《星夜遥寄》，回忆幼
年时依偎在慈母身边认星星的情景，历
历在目，如闻声息，读之让人心中流淌
着温馨与心酸。作者以此诗题目作为整
部诗集的书名，足见母爱在他心目中占
有怎样的地位。

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地碰上了一
个千载难逢的最好的时代。中国四十多
年来所发生的变化， 真可谓翻天覆地。
我们是这一进程的见证者、 受益者，也
是参与者，因此对祖国取得的每一项成
就，都深感喜悦和自豪。 建和兄因为长
期担任党政管理工作， 这种责任感、成
就感就更强烈。如《戊戌年赏灯》：“碧海
青天一月弯，繁星凋落洒人寰。 碎莹漂
淼楼桅动，流彩漾波车水潺。 火树银花
生暖意，良宵美景尽欢颜。 嫦娥不悔偷
灵药，乘坐神舟尚可还。 ”末尾一联堪称
神来之笔。

乡土眷恋和家国情怀比较适合用
传统的诗歌形式来表达。但现代人的生
活和思想感情与旧体诗的形式之间，还
是存在矛盾的。稍有旧体诗写作经验的
人都知道，弥合这种差异，做到既准确
生动地表达当代人的生活和思想情感，
又遵守旧体诗平仄、对仗、押韵等格律
要求，具备旧体诗的节奏、韵味、意境，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候有一个好
的想法，却不符合格律；调整到符合格
律，意味又已大变。 当然，反过来说，这
也成为迫使作者进一步锤炼字句的压
力和动力。 在格律的约束之下，作者经
过反复推敲，终于找到最佳表达，达到
格律与内容的完美统一，那是最开心的
时刻。建和兄的不少诗句达到了这种水
平。 如《惜春》前两联：“布谷声声惊晓
梦，晨曦初上夜星沉。千山碧绿嫩如玉，
一地明黄灿若金”；《初夏喜晴》前两联：
“云开日出见新晴，翠鸟声声啼更清。点
点苍苔生野径， 枝枝碧叶惜残英”；《三
月桃江喜闻阳泉河村脱贫》 意象鲜明，
语句自然清新，颇有杨万里、范成大田
园诗之风致。《大雪送干部人才赴吐鲁
番途中》 直书所见奇景，《水调歌头·洞
庭》直抒胸臆，也都达到了守格律而不
为格律所缚、纵笔所之、自由驰骋的境
界。

总之，情真语切即是诗，情深语妙
更是好诗。 建和兄的这本诗集情真语
切，部分作品更情深语妙，凝聚着建和
兄的心血，是他献给无悔青春的一束鲜
花，献给挚爱的家乡、亲人和朋友的一
瓣心香， 献给这个伟大时代的一曲赞
歌。他将自己满心的爱倾吐在了字里行
间。 将来的人们由这本诗集，可以窥见
在这个时代，曾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曾
经有过这样一段心路历程。

我和建和兄是湖南师范学院（现湖
南师范大学） 中文系七七级的同班同
学，在班上我们两个年龄最小，因此更
多了一份亲近。 读到他的这本诗集，我
又似乎看到了当初那个建和兄的身影，
思绪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岳麓山下、湘
江之滨的一幕一幕……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
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人
文学部副主任。 ）

叶永烈

钱学森连讲三场导弹武
器知识，引起军队高层“导弹
热”

在陈赓大将的大力推动下， 钱学
森与军方的关系日益密切， 北京军队
高层出现了“导弹热”。 陈赓大将前往
中国科学院， 正式代表国防部邀请钱
学森讲课。

1955年12月27日， 万毅中将根据
彭德怀元帅和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的指
示， 拿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
院任新民、 周曼殊和金家骏三位教员
关于研制我国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
术的建议书， 当面听取了钱学森关于
如何发展我国火箭技术的意见。

就在这个时候，1956年的元旦到
来了。对于新中国来说，1956年是第一
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 中共中央发
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钱学森在
这个年月出现在北京，格外受到重视，
也格外受到欢迎。

1956年1月l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
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这是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第一次召开的以
知识分子问题为主题的全国性大型会
议。1月20日，毛泽东主席到会讲话，他指
出，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知识分子
是不行的，中国应当有大批的知识分子。
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 同党外
知识分子团结一致， 为迅速赶上世界科
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就在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
科学知识”的背景下，1956年1月，在陈
赓大将的安排下， 钱学森在北京积水
潭总政文工团排演场给在京的军事干
部讲关于导弹武器知识的概述， 连讲
三场， 引起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对于导弹的极大兴趣。那时候，很多人
都还不知道导弹为何物。 身经百战的
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元帅都兴
致勃勃地听讲，当起了钱学森的学生。

钱学森在讲课时，在黑板上写下“火
箭军”三个字。 他说，这“火箭军”，也就是
导弹部队，是一支不同于现有的陆、海、
空三军的新型部队，是一支能够远距离、
高准确度命中目标的部队， 是现代化战
争中极其重要的后起之秀。

钱学森提议组建“火箭军”的时候，
中国还没有导弹，更没有导弹部队。60年
后———2015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火箭军正式成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
箭军是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 是维
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李旭阁回忆钱学森讲座
情形：满堂高级将领

总参作战部空军处参谋李旭阁曾

回忆当时听钱学森讲座的情
形———

1956年元旦的第一场春
雪刚刚落下。 那天上午，在中
南海居仁堂办公的总参作战
部空军处参谋李旭阁被处长
杨昆叫进办公室， 递给他一
张入场券， 说下午三点总政
排练场有个秘密报告， 规格
很高，你去听听！

北京城一片雪白。 李旭
阁骑车而去， 中南海到新街
口总政排演场大厅路并不
远。 他匆匆步入会场，环顾左右，已座
无虚席。 令他吃惊的是，在座的几乎都
是清一色的将军， 他们都是三总部和
驻京各军兵种的领导， 许多人都是他
所熟悉的。 主席台上，摆着国防部副部
长陈赓大将的名字。 蓦然回首，满堂高
级将领，唯有他一个人年纪最轻，职务
也最低，佩戴少校军衔。

刚刚落座，电铃就响了。 陈赓大将
率先走出来， 身后跟着一位穿中山装
的学者。 两个人坐下，陈赓大将便介绍
说，这位就是刚刚归国的钱学森教授，
世界上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家，今
天由他给大家讲世界上最先进的尖端
武器———导弹。 顿时，全场掌声雷动。

钱学森教授站起来鞠了一躬，然
后走至黑板前， 挥笔写了一行字：“关
于导弹武器知识的概述”。

李旭阁在一个崭新的笔记本上记
下了这一行字， 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关
于世界上最尖端武器的介绍。 他聚精
会神地听，一丝不苟地记，导弹结构、
用途，美国、苏联导弹发展现状，等等。
特别是钱学森饶有意味说的一番话，
深深印在他心里：“中国人完全有能
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 我建
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军种，名字
可以叫‘火箭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
队。”以后，钱学森又于1960年3月22日
和23日在高等军事学院讲授火箭和原
子能的应用，李旭阁再次前往听课。 钱
学森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讲解，至今
让他记忆犹新。

2004年4月，李旭阁整理过去的资
料时，意外发现了自己当年的笔记本，
是1956年元旦听钱学森讲课的手记，
记了厚厚一个本子。 钱学森的儿子和
秘书得知后，立即专程来到他家，将原
件拍照和复印， 准备放到上海交大钱
学森图书馆展出。

钱学森谈讲座体会：科
普的重要与必要

后来， 钱学森这样谈起讲座的体
会：

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 知道他们
那里没有这个本事不行。 美国的科研
人员要争取基金会的经费支持， 就要

参加董事会的会议， 向董事们做10
到15分钟的讲解， 在限定的时间内
把要报告的事情讲清楚， 要不他就
得不到经费。 这就是一个社会要求，
也是一种压力。 所以在美国，中学里
就有辩论会，培养人的口才。 我举一
个例子， 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
究超声速问题的时候， 有一次系里
来了一位官员，是美国国会议员，管
这方面事的， 他问超声速是怎么回
事啊。 我的老师冯·卡门是很会作科
普宣传的，他先不说什么，把国会议
员带到他的澡盆边，放上水，用手在
水面上划。 划得很慢很慢，水波就散
开了， 于是告诉他这是因为手划得
比水波慢， 像亚声速； 他又划得很
快，水波就成尖形两边散开，这就像
超声速。 这位国会议员说他懂了，其
实也没完全懂， 只是这个意思他大
致上明白了。 这就是一个怎么让不
懂的人懂的形象例子。

我回国后发现中国的科技人员这
方面的能力比较差， 往往是讲了十几
分钟还没到正题，扯得老远，有些简
直就让人听不懂，不会用形象、通俗
易懂的语言表达好专业科学知识 。
从前我问一些听科学报告的党政干
部，他们就常常说没听懂，他们欢迎
我去讲，说听我讲能懂得差不多。 我
回到祖国接受搞导弹的任务后 ，在
积水潭总政文工团的排演厅作报
告，讲高速飞行问题，当时陈赓大将
和许多军队高级将领都在座。 讲完
以后有一个人对我说， 他这次算听
懂一点了。 要求科技工作者对不在
行、不懂行的人介绍自己的工作，我
觉得是很需要的。

道理很简单：科学技术很重要，要
大家都懂，都重视，就需要科普。

不久， 钱学森又受周恩来总理的
邀请， 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党和国家的
高层领导人作《导弹概论》讲座。 在听
众之中，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有国
务院的副总理和部长们。

钱学森清楚地意识到， 中国导弹
事业即将腾飞。 在美国经过5年的艰难
抗争终于回到新中国，值！

(选摘自 《走近钱学森》 叶永烈
著 天地出版社出版)

小叶

中国，我们生活在这里，但许多人可能并不太
了解她。 由中信出版社历时三年出版的《这里是中
国》，集合了星球研究所中国主题文章的精华，称得
上是一部书架上的《最美中国》纪录片。

书里涵盖191位摄影师的365幅作品， 大量
摄影师原创作品都是首度公开， 每一幅都是妥
妥的大片。 一篇文章中的用图，常常是从几千
张摄影师投稿中选出来的最合适的几十张照
片；还有不少摄影师专门重新拍摄图片，将最美
的中国呈现给读者。

书的封面采用了一张中国地形图， 令人第
一眼看到就极为震撼。 这样干净的中国地势地
图，没有区域分割、没有地形数据标注，给人的
感觉就是完整、醒目，回归到地理最初的本质来
认识中国。 书中365张自然图片和53幅地图，采
用两种不同纸张进行完美还原。 书中还有一些
惊人的横构图摄影作品， 为了释放出照片的细
节，让读者看到最逼真、细致的场景，特意设计
了三张最长可达1.8米的完整拉页。

这本书会让更多人重新认识我们生长的这
片土地。 了解究竟什么是中国，才更深切地知道
中国未来与自己有关。

（《这里是中国》 中信出版社出版）

《杨雨说词》 杨雨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杨雨说词 》共四卷 ，作者选取了近 50
位词坛名家的120首词作 ，囊括了一千多年
中重要的大词人及其经典代表作 ， 比较完
整地勾勒出词之发展脉络 。 作者将严谨的
学术考据功底化为流畅优美的文字 ， 由词
作出发，旁征博引 ，通过娓娓道来的生动故
事，带领读者品味词作深意 ，领略其独特的
艺术魅力。

周刊悦读
好书导读

新书选读

走马观书

微书评

特
别
推
荐

《共和国识别码》 李忠杰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本书精选了160多个关键词， 涵盖了共和国最具
代表性的标志、地标、历程、制度、法律、战略、思想等，
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识别码”。 通过这些“识别
码”，从“标识”“界定”的角度，系统而全面地回顾了共
和国的历程、展示了共和国的形象、总结了共和国的
经验，从整体上描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
基本面貌。

谁第一个提出
组建“火箭军”

呈现一个最美中国


